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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规划纲要实施3周年

让学生享受自然完整的教育 5版

■今日看点

政府要当好就业市场的“干预者” 3版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专题报道

教育智慧
筲教师不替学生说学生自己能说

的话， 不替学生做学生自己能做的
事， 学生能讲明白的知识尽可能让学
生讲。 ———魏书生

筲教会学生自己教育自己， 这是
一种最高级的技巧和艺术。

———苏霍姆林斯基

发展民办教育，保障与规范双管齐下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范先佐

教育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
出： “各级政府要把发展民办教
育作为重要工作职责， 鼓励出
资、 捐资办学， 促进社会力量以
独立举办、 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
兴办教育。”

这正是国家要努力改变过去
对教育事业“包得过多”、 政府
对办学实体“统得过死” 的目标
所在。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
年来， 我国教育事业开展了一系

列教育体制改革： 针对“包得过
多”， 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与
集资办学；针对“统得过死”，逐步
下放管理权力， 并逐步开放社会
力量办学的渠道， 民办教育刚好
处在这两方面改革的交汇点。

今后， 民办教育要获得更
大发展， 就需要政策保障和规
范发展双管齐下， 不断修正民
办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 河南
省洛阳市实施的“一保三放

开” 教育发展战略， 其实就是
对教育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
它使当地的民办教育发展有了
更重要的定位、 更为明确的发
展导向、 更有力的政策支持，
为当地民办教育发展带来了新
的机遇。 （下转第八版）

民办教育发展驶上“快车道”
关键词： 民办教育办学体制改革

■新闻故事

■专家点评

欠发达地区也能办好民办教育
■本报记者 柯进

赵朝阳原是河南省洛阳市
宜阳县锦屏镇初中物理教师。
宜阳县民办红旗实验学校建成
后， 他作为业务骨干交流到该
校， 现任学校教导主任和九年
级物理教师。“若不是教育局有
保留公办教师身份、 工资等政

策， 我说什么也不会来一个新创
办的民办学校。 ”赵朝阳说。

在红旗实验学校， 像赵朝阳
这样的公办教师还有60人。“虽
然宜阳县是豫西经济发展落后
县，但只要突破了原有的政策‘玻
璃墙’， 穷地方也能办好民办教
育。 ” 宜阳县红旗实验学校副校
长张曼莹说，“我们学校之所以能
顺利发展， 与县里的一系列扶持
政策是分不开的。 学校不受划片
招生影响， 公办学校享受的政策
我们也都享受。更重要的是，全校

110多名教师中， 县里为我们配
备了61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
公办教师，且连续支持8年。 这不
仅每年给我们减少了200万元的
教师工资开支， 而且能使学校发
展尽快进入良性循环阶段。 ”

在张曼莹眼里， 民办教育管
理体制机制创新所带来的变化远
不只这些。 从大型掘土机的第一
铲破土， 到1800多名学生坐进
现代化教室， 张曼莹所在的宜阳
县红旗实验学校仅用18个月，
便从蓝图变为现实。 2011年3月

前， 在宜阳县的区划地图上， 红
旗实验学校今天所在的地方还是
一片废弃的厂房。

对于眼前巨变，河南省洛阳市
宜阳县教体局副局长杨安康兴奋
地对记者说：“这所由社会力量投
资兴建的学校， 总投资6400多万
元，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招生。如
果仅凭我们县的现有财力，要建这
样一所学校，至少需要积累6年！ ”

位于洛阳市西南部的宜阳
县， 是豫西地区典型的农业大县
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11年县级财政仅3亿多元。 近
几年，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县
城人口急剧增加， 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入学难和城区大班额问题始
终困扰着宜阳教育的科学发展。

（下转第八版）

2010年7月颁布实施的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
持教育公益性原则， 健全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
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
机活力的办学体制， 形成以
政府办学为主体、 全社会积
极参与、 公办教育和民办教
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2010年10月， 经国务院
办公厅及国家教改办确定，
由上海、江苏、深圳、温州等
地区及院校承担民办教育改
革试点项目11项， 在营利性
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
理、完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
民办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等方面，进行探索试点，并取
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经过近3年的探索，民办
教育局部发展环境明显改
善，一些制度瓶颈得到破解，
社会资金加速进入民办教育
领域。 一些地方建立了民办
教育政府专项资金， 还有一
些地方实现了民办校师生与
公办校师生享受同等待遇。
据不完全统计， 2010年以
来， 参与试点的10个地区，
民办学校资产增长了近300
亿元。

■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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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6日综合消息 连日来，
全国各地高校围绕查问题、 接地气、 讲
实效的总体要求， 纷纷组织广大师生，
以多种形式、 多个步骤深入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清华大学日前召开动员大会， 就深
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
部署。 该校党委成立了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及办公室， 研究制订实施意见和
工作方案。 清华大学教育实践活动分为
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
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三个环节，贯彻
坚持正面教育为主、 坚持批评和自我批
评、坚持讲求实效、坚持分类指导和坚持
领导带头的基本原则。

近日， 复旦大学召开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该校党委对照
中央提出的“四风”， 对“深入基层大
走访大调研” 和“我为校党代会建言”
活动中师生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针
对这些问题， 该校将通过教育实践活
动， 积极推广全员导师制、 寝室导师制
等典型做法， 把育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
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体现在学校工作的
各个环节。

北京交通大学在动员大会上， 向全
校干部教师明确了落实群众路线的三步
骤， 即学习教育、 听取意见， 查摆问
题、 开展批评， 整改落实、 建章立制。
该校党委还要求各级领导要走进基层、
贴近师生员工， 征求对领导班子、 单位
或部门在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
方面的意见。

四川农业大学将教育实践活动与今
年5月启动的“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
丽繁荣和谐川农大” 主题教育活动相结
合，把教职工幸福、学生满意、社会认可
作为检验活动成效的标准， 并在凝聚力
量、推动发展、转变作风、改善民生方面
推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 取得了一系列
成果和经验。

作为四川省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近日召
开动员大会，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学
校提出要坚决围绕“一个主题”，把握“两
个重点”，抓住“三个环节”，实现党员干
部受到深刻教育、群众意识显著增强，法纪观念深入人心、廉洁意识
显著增强，工作作风不断改进、服务意识显著增强，能力素质得到提
升、发展意识显著增强的“四个目标”。

苏州大学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切入点。 近
日， 该校医学部的2000余名学生组成33支小分队奔赴祖国各地最
基层的岗位， 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暑期实践活动。 大批实践性强、
深入一线、 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主题， 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 经过
该校党委与学生工作部门的充分宣传动员和组织， 短短两周内就有
30余个团队完成实践主题的选定和团队成员的招聘， 团队成员覆
盖本科生、 研究生和成教生。

江西省九江学院党委宣传部专门编印了学习材料， 发到每一位
党员干部手中。 学习材料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 人
民日报评论员系列文章等内容。 广大党员同志纷纷表示这些学习材
料很实用、 很管用。

本报记者 高靓 董少校 施剑松 刘磊 缪志聪 徐光明
见习记者 宋伟涛 通讯员 李劲雨 钟洁 姚臻 冯健 吴彭年

毛笔体录取通知书彰显人文关怀

■姜朝晖

近日， 陕西师范大学的入学
录取通知书， 引起了新闻媒体和
社会大众的关注。 据报道， 今年
学校发放的4570份录取通知书，
全部由学校的老教授用毛笔一笔
一画填写而成。 在今天“电脑代
笔” 盛行的时代， 这样认真而庄
严的方式实在让人感到惊喜， 甚
至为之叹服。

如果说毕业典礼是大学生和
学校面对面的最后一课， 那么，
录取通知书就是大学生和学校未
曾谋面的第一课。 相比大学毕业

典礼， 录取通知书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大学新生来说， 同样重要。

录取通知书， 不仅具有信息
传递的功能， 通过信函发送的形
式， 告知学生已经被大学录取，
需要开始为进入大学做准备。 同
时， 录取通知书还具有仪式的功
能， 它代表一种荣耀， 即获得更
高一级学校的认可， 是人生征程
的新起点。 此外， 在某种意义
上， 录取通知书还具有教育的功
能。 这种教育功能， 注定了录取
通知书绝非仅仅只是一纸包含录
取信息的凭证， 还应饱含大学的
价值追求和人文情怀。

其实， 单纯就信息传递功能
而言， 各类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内容本身并没有太大区别。 但
是， 从信息传递方式和效果来

看， 给人的感觉却可能有天壤之
别。

相当部分的高校， 育人方式
上千人一面， 连录取通知书也如
出一辙， 毫无新意可言。 可以
说， 这些高校放弃了一次很好的
教育学生、 宣传学校的机会。

但是， 也有不少高校能够借
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机会， 宣传学
校、 传递价值、 教育学生。 比如
有些高校从内容、 细节上做文
章， 除了告知学生被录取之外，
通知书上还附录了学校介绍、 历
史文化、 地图位置， 以及新生入
校注意事项等； 还有学校结合自
身的特点， 从形式、 技术出创
意， 不仅录取通知书做得美观漂
亮， 而且渗透了大学自身的科学
色彩和人文情怀。

相比于千校一面、 毫无特色
的录取通知书， 富有个性化、 人
性化的录取通知书， 自然会受到
学生的欢迎。 在入校之初， 就给
新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自然
而然就帮助他们产生对大学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毛笔体录取通知书除了学
校录取本身的信息功能之外，
在某种程度上， 也传递了学校
老教授对新一代大学生的关爱
和支持。 一张一张手写通知书，
写的不只是字， 更是一种对求学
的重视， 对学生的期待、 尊重和
为人师表的责任感， 饱含在每一
笔每一画中， 让人感动。 这种
潜移默化的熏陶， 恰如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 让学生在无形中
有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透过

毛笔填写的录取通知书， 学生
能感受到学校对每个学生的尊
重和关爱， 拉近学生与学校心
理上的距离。 此外， 在现代信
息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我
们大部分人的信息传递都依赖
于电脑、 手机等高科技手段， 逐
渐淡忘了手写的文字， 甚至很少
有人学习毛笔书法。 毛笔体录取
通知书除了反映对我国传统书法
艺术的传承外， 更多的还体现了
大学文化理念的厚重。

因此， 笔者以为， 高校切莫
小觑了录取通知书的教育功能。
作为给学生的第一份见面礼， 无
论从内容上， 还是从形式上， 都
要充分体现高校对学生的重视，
以及录取通知书背后所蕴藏的价
值理念和人文关怀。

评论

今夏， 四川省华蓥市3.5万多亩葡萄丰收。 西
华师范大学正在该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的20多名大
学生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在到葡萄园帮助果农抢收
的同时， 利用互联网和微信、 微博等方式， 帮助果
农发布促销信息， 解决丰收后的滞销问题。

荩大学生利用微信帮果农发布促销信息。
茛大学生利用互联网帮助果农发布促销信息。

邱海鹰 周松林 摄

大学生帮卖葡萄 微信微博都用上

民办教育改革

11项

300亿
据不完全

统 计 ， 2010
年以来， 参与

改革试点的10个地
区， 民办学校资产增
长了近300亿元。

2010 年
10月， 经国
务院办公厅

及国家教改办确定，
由上海、 江苏、 深
圳、温州等地区及院
校承担民办教育改
革试点项目11项。

辽宁规范定向就业招生
无故拒签协议可取消入学资格

本报讯 （吴世勇 记者
刘玉） 记者日前从辽宁省招考
委获悉， 今年， 该省高等学校
对无故拒签定向就业协议的已
录取考生， 可取消其入学资
格。 这是该省针对虚假招生，
对高校定向就业招生做出的规
定。

按照辽宁省相关文件要
求， 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应面向
全省招生， 不得指定行业、 单
位或局部地区生源范围。 高校
安排定向就业招生计划之前，
须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与定向
就业单位签订符合要求的协议
书， 严禁虚假定向就业招生。
考生自愿填报有关高校定向就
业招生志愿， 并被录取为定向

就业生的， 须在入学注册前与高
校及定向就业单位签订有关定向
就业协议。 对于实行平行志愿投
档批次的定向就业招生， 则按照
教育部相关规定采取单设志愿、
单独投档等办法。

此外， 该省对免费师范生招
生也做出规定。 免费师范生在录
取后入学前须与学校和生源所在
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
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10
年以上。 免费师范生毕业后一般
回生源所在省份中小学任教。 到
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
生， 应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
教服务两年。 免费师范生毕业前
及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 一般不
得报考脱产研究生。

关注2013

制图： 中国教育报


